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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生活：

 记老师联谊会   

    

 

12月8日：  2019年演讲比赛预赛今天拉开序幕，这
是我校第三次举行的大型演讲比赛，受到了学生，家
长，老师们的积
极响应，支持和
参与。几日前教
务主任于晓研，
姜海群就已经积
极筹划，组织评
委，制定评分标
准，通知各班任
课老师，安排教
室， 为预赛的顺利进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使预赛
得以顺利完成。

12月15日： 从上周参加预赛的150多名学生中，有
51名同学进入了决赛。由年级的不同分成6个组，今
天展开了决赛。

今日课后是校行政团
队为所有教师举办的
教师大联欢。 老师们
在一起茶话交流， 各
年级老师还表演了节
目。

1月12日： 今天家长会的讲座是“AB‘s Science 
Olympiad and Science Research Programs” 请来
了ABRHS Science 
Team Coach， Brian 
Dempsey主讲。这个
讲座吸引了不少家长
学生， 使听着对这个
获得多次奖项的团队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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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过去一年多的筹划和准备，我们 挑选了几位非常有经验的，对教学肯钻研，具有热
情和探讨精神的教学骨干老师，于今 年新学期开始正式对我们的长期教学计划和目标进行研
究和探讨。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老师们从摸索，学习，交流，积累，归纳，总结，创新，到放眼于整个
我们中文学校的教学，她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很多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每学期我们都会组织二次教师培训，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老师进行教学方法的介绍和教学经验的
交流。有时是校内老师进行教学分享，有时我们会请校外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新的教学理念的教
师进行培训，有时也会参加校际间的教师学习，老师们在各种教学活动中受益匪浅，不断的提高
教学质量，从而也形成了一整套我们自己的教学特色。

     我们的师资力量非常雄厚，教师中人才济济，首先我们有十几位在公立学校教中文的老师，她
们具有专业素质和海外教授中文资质，这种资源非常得天独厚，她们的教学理念给我们的中文教
学注入了新的教学观念，具有引领和指导意义。其次，这么多年下来，我们的教师经过多年的教
学实践和培训交流，对教学工作，充满了热情，积极的在教学上提高自己，博采众长，不断的学
习创新，都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教学方法，为我们的教学和教学培训都做出了贡献。

    经过几次大会小会的讨论，业余时间的调研，教学经验的积累，对教学的研究等等，尤其难能
可贵的是老师们愿意为教学付出热情，辛苦和宝贵的时间，已经是时机正式的把我们的教学，尤
其是长期教学，引领到正轨上，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正规化，具有目的性，可行性和效益性。

    我们正在使用的教材，包括现在市面上的很多教材都存在不足之处，对于中文教学都有不尽人
意的地方，怎样利用有限的时间进行有效的教学，这是老师们一直在思考和研讨的课题。所以老
师们将着眼点放在教学内容的侧重点上，校外资源的利用上，课堂内容的丰富上，教学方法的灵
活多样性上，做大胆的调整和改革。

   会议最后讨论的结果，我们将采用反向教学法，在毕业生所应具备的中文水平上，对高年级到
低年级的教学进行研究，统筹，补充和调整，逐一年级进行完善，依据低年级到高年级每个年级
的教学知识点，将学习中国文化知识和生活中实际的中文应用相结合，让学生们既能成为中国文
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同时又能活学活用，流畅自然的在生活中运用中文。

经过长时间的在第一次大家开会的基础上，隽总结出了目标性，实施性，合理性，专业性，全面
性，针对性，知识性都极强的长期教学规划，尤其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擅长钻研，设计，归
纳，学习，不断的在教学中开发新思路，从这些方面来讲，现在开始实施长期教学目标已经瓜熟
蒂落，水到渠成。
 以陈隽老师为代表的教学研讨小组已经把教学的计划，实施办法，具体到每个年级的不同教学特
点，全面的写入到了长期教学规划中。
所以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们将群策群力，集思广益，逐步拓宽思路，积极发言讨论，另外希

长期教学计划和目标进行研究和探讨

ACLS   教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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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大家不断的搜集各种教学信息，包括校外教学的信息，教材信息，以及老师们教学方法的信息……
为我们的长期教学进一步提供资源。

非常感谢大家愿意为我们学校教学付出热情，辛苦和宝贵的时间！

我们对未来的教学工作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感谢陈隽老师，孙剑平老师，李日新老师，朱蓓老师，杨凌老师，朱月吉老师，为我们的教学所
付出的辛苦和努力！

      同时我们也代表老师们非常感谢学校一直以来对我们中文教学强有力的支持！对老师们工作的充
分肯定和鼓励！

多媒体文化展演大赛开启通知：
全美中文学校协会举办的“多媒体文化展演大赛”，自即日起正式拉开帷幕，至2020年5月31日结束。
活动宗旨：以讲故事形式，综合运用多媒体、短剧等多种手段，让参赛者在5分钟内讲述并展演中国的人文历史，如一
段历史故事、一个人物、民间艺术、传统建筑或一种文化习俗，等等。通过开展此项活动，培养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兴
趣，提高他们中文的表达能力，从而激发学生学习中文的主动性。
活动特点：融知识性、才艺、中文学习于一体；与听观众能够双向互动；现代多媒体工具的运用；通过回答问题，与评
委老师教学相长。
参赛年龄：中年级组14岁以下；高年级组18岁以下（年龄以9月1日为界）
人数要求：每组人数1-2人不等。
评审内容：参赛者多媒体工具运用水平；参赛者表演和中文口语表达能力；回答评委老师提问的现场反应能力。其中，
中文表达能力20%、主题内容30%、临场反应20%、创意美感20%、时间掌控10%。
活动评审：该活动拟请全美中文学校协会各地区联络中心牵头负责，组织区域内的各中文学校开展该项活动。各地区联
络中心分别评选出中级组和高级组的第一名，于2020年5月31前，将选手比赛视频及名单上报给协会学生服务部，由协
会再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并于2020年的全美中文学校协会年会上颁奖。同时，邀请一、二、三等奖获奖者参加协会
年会，并现场展演和评比，最终由组委会颁发特别奖。 

张西：  全美中文学校协会学生服务部     邮箱：zhang-xi@char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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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我们全校的演讲比赛12月15日结束了最后的决赛，共有来自预赛六个组胜出的51位同
学（1/3的同学）经过激烈的角逐，分别获得了一等奖和二等奖。
    
 这次演讲比赛我们从9月份开始筹备到12月份全部结束，历经了三个半月。老师们，学生们，
家长们对这次比赛都非常重视，他们都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 ，反复琢磨练习，使学生们在演讲比
赛中都有非常好的发挥，从评委们反馈回来的信息，大家觉得今年演讲比赛学生的总体水平比去年要
高，在评审的过程中，有时很难分出伯仲，我们评委的打分只好精确到小数点后第2位。学生们热情
积极的参与，让我们的演讲充满了非常好的学习气氛，我们希望通
过演讲比赛，增加学生们对学习中文的热情和兴趣，对学习中文有
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我们这次演讲比赛共有来自25个班级的156名同学报名参
赛，实际参赛人数141
人，获得一等奖的有22
名同学，二等奖的28名
同学，三等奖的有90名
同学，特别奖的有1名同
学（CSL组）。

 这次演讲比赛我
们得到了学校，老师们
和家长们的大力支持，
学生们的积极响应，评
委们一丝不苟的认真评
审，让我们这次全校大
规模的演讲比赛顺利圆满的结束！

谢谢每一位在这次活动中支持我们，帮助我们的各位老师！

2019 秋季 ACLS 演讲比赛

校教务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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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 ： 
 
一等奖 
 匡志瑾 暨南 1A
郁政家 暨南 1B 
张中信 暨南 1A 
郝宥舜 暨南 1B 

 

二等奖 
 陆嘉辰 暨南 1B 
裘奕华 暨南 1A 
任瑞秋 暨南 1A 
田思麟 暨南 1A 
郭海川 暨南 1B 
唐 安 K 班 

 

三等奖 
 曾天予 暨南 1B 
匡志瑜 暨南 1A 
陈欣然 K 班 
赵海阳 K 班 
李嘟嘟 暨南 1B 
陶念飞 K 班 
俞诗齡 暨南 1B 
杨长辉 暨南 1A 
董爱齡 暨南 1B 
马悦然 暨南 1B 
李霖露 暨南 1B

宋孟夏 K 班 
谭舒婷 K 班 
寿以宁 暨南 1B 
陈溪 K 班 
喻晨曦 暨南 1B 
罗亦程 K 班 
魏来 暨南 1A 
张洋阳 K 班 
秦子瑞 暨南 1A 

B组: 

一等奖 
刘沐晨 暨南2 
吴佳锡 MLP1 
邱晗宇 MLP1 

二等奖 
裘奕林 暨南2 
沈知言 MLP1 
邵天力 MLP1 
刘芮楷 MLP1 

三等奖 
高睿妍 MLP1 
单中涵 MLP1 
赵颢荣 MLP1 
张瀚文 暨南2 
张可佳 MLP1 
陶思澄 暨南2 
陶思怡 暨南2 
熊卓如 暨南2 
景若澄 MLP1 
张瑞龙 暨南2 
罗霖森 MLP1 
张玉昕 MLP1 

C 组: 

一等奖
王文兮 暨南 3B 
黄安琳 MLP3A 
Arianna MLP3A 
冯培芳 MLP3A 
李羽萌 MLP3A 

王芮琪  暨南 3B 
蓝永乔 MLP2A 

二等奖 
 周梦涵 MLP2B 
唐瑞秋 MLP3B 
于佳鑫 MLP2A 
陈安琪 MLP3A 
甄诚 MLP2A 
毛聿庄 MLP2A 
汪诚林 MLP2A 

张安琪 MLP3B 

三等奖 
 耿亦安 MLP2B 
徐初同 MLP2B 

演讲比赛 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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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承瀚 MLP2B 
李格格 暨南 3A 
毛茂荣 暨南 3A 
温迦南 MLP2A 
吴佳翼 MLP3B 
刘亦薇 MLP2A 
张家琪 MLP3A 
计嘉华 MLP3A 
冯子昂 MLP2A 
王逸飞 MLP2B 
傅舒影 MLP2B 
王梓昕 MLP3A 
李路桐 MLP2B 
李泓毅 暨南 3A 
史习远 MLP2B 
杨怿明 暨南 4 
马家德 MLP2A 
罗捷明 暨南 3A 
寿以安 暨南 3A 
石东东 MLP2A 
张语燕 MLP2A 
董若涵 暨南 4 
宋卓远 MLP3A 
崔思隆 MLP2B 
张点点 MLP3B 
范子菱 暨南 3A 
宋文灏 暨南 3B 

D组:
 
一等奖 
陈泽锐 MLP4B 
丁娜娜 MLP4B 

二等奖 
陈稷洲 MLP4A 
尹子坤 MLP4A 
罗泰越 MLP5 

三等奖 
马田由 暨南5 
黄小虎 MLP4A 
汪佳林 MLP4A 
陶安娜 MLP4A 
王爱嘉 MLP4A 
相宇轩 MLP5 
谭哲 MLP4A 
田喆 MLP4B 
李奕成 MLP4A 
王恒治 MLP5 

E 组: 
 
一等奖 
 陈嘉霖 暨南 8 
熊浩轩 暨南 8 
 

二等奖 
 王汀菡 暨南 8 
丁宸壹 MLP6A 
廖雅晴MLP7 
 
三等奖 
 陈思宇 MLP6A 
韩可心 MLP6A 
郝悠扬 MLP6A 
程毅 MLP8 
崔立伟 MLP8 
罗泰然 MLP8 
Shao，Meiteng MLP7 
徐恩惠 MLP8 
周万达 暨南 7 
李弘成MLP7 

F 组: 
 
特别奖 
Ruby Zhang CSL-L2 
 
一等奖 
Kunaal Mahajan CSL-L2 
Thais Stanzione CSL-L1 
Ella Benton CSL-L2 
 
二等奖 
Lucia Stanzione CSL-L1 
Sofia Stanzione CSL-L1 
Jake Yang  CSL-L1 
Emilia Milard CSL-L2 
 

三等奖 
Felicity Nicolau CSL-L1 
Zachary Ethier CSL-L2 
Dominic Hoang CSL-L2 
Jaxon Ethier CSL-L2 

Roisin Israel CSL-L1 
Thalia Israel CSL-L2 

F1 组 
 
一等奖 
Dixit, Krish CSL-A4 
 
三等奖 
Mendelson, Austin 
CSL-A4 1.
Joshua Yu CSL-A2 
Asher Leavitt CSL-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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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Arianna Shang-MLP3 

  
第二名：

冯培芳-MLP3A，  
夏凯伦-CLS-Advanced2

第三名：
Gerald Li-MLP4A 

夏天翧-MLP5 
李泓成-MLP7

鼓励奖：
宋卓远-MLP3A
王梓昕-MLP3A
陈安琪-MLP3A
徐恩惠-MLP8

徐恩佑-MLP3B
王伊恩-MLP4A
李羽萌-MLP3A
于佳鑫-MLP2A
李奥丽-MLP2B
沈知言-MLP1

张家琪-MLP3A
张安琪-MLP3B

Sofia Stanzione-CSL1
Lucia Stanzione-CSL1

节日贺卡设计评选结果

参加贺卡设计的学生领取奖状

节
日
贺
卡
设
计
获
奖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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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文： 我喜欢的物件

MLP6A  
指导老师： 孙剑平

《我的古筝》 ——丁宸壹

        2016年，妈妈主持了波士顿《红楼梦》主题
歌演唱会。我看到了台上有许多乐器，但对我来
说最突出的就是古筝。自从妈妈送我去第一堂古
筝课，我就爱上了古筝。弹了几个月以后，我们
买了一个古筝。
        我的古筝是用浅咖啡色木头做的，上面有白
色的花纹。古筝有二十一根弦 和二十一个琴马，
上面刻着四个字“蕉窗夜雨”。古筝有两千五百
年的历史。每当我练琴的时候，轻轻的刮每一根
弦，想象自己在一个美丽的森林里穿越时空。
        我的古筝摆放在家庭客厅里。在那里，我每
天每天都练习来表现喜爱 赞都会练一会儿琴。
我已经学了很多乐曲，比如《渔舟唱晚》、《寒
鸦戏水》等古筝名曲。每一个乐曲都有自己的特
点。我不弹古筝的时候，常常坐在那屋里的沙发
上，读书、写字和玩。我每一次抬头的时候，就
能看到我美丽的古筝，耳畔回荡着它优美的旋
律。
           自从开始弹古筝，我更加热爱中国音乐和
中华文化。每一个曲子都有不同的特点，我真感
谢妈妈让我学古筝！

我的蹦床---胡觉涵

        我十岁的时候，我的爸爸送给我一个蹦床，
作为我的生日礼物。这个蹦床很大，很有弹性，
可以在上面空翻跟头。
 当蹦床刚买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花了
一整个下午把它装起来。每年冬天下雪之前，我
们要把蹦床拆掉。每年春天，我们再把它装起
来。因为我们拆装过很多次，现在我们拆装蹦床
的速度越来越快了。最近一次下雪之前，我们只
花了30分钟就折好了。
 整个蹦床是圆形的。弹性的部分是一个黑
色的尼龙材料，中间有一个logo，由很多根弹簧
拉起，固定在四周的底座上。周边是一圈黑色保
护网，由六根柱子撑起。柱子上也有蓝色泡沫塑
料作为保护层。整个蹦床由钢架支撑起来，放在
地面上，非常安全稳固。
 我们把蹦床放在我们家后花园的草坪上。
秋天的时候，树叶飘落下来。我会清理蹦床上的
落叶。清理完之后，蹦床看起来就像崭新的一
样。
 一年到头，天气好的时候，我每天会去蹦
床上跳。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经过很多次练
习，我在蹦床上学会了很多不一样的空翻动作，
让我的体操技巧越来越好了。有时候，我朋友来
我家，我们也会一起在蹦床上跳，她们也非常喜
欢。
 如今，这个蹦床已经陪伴我走过了三个春
秋，它给我带来了无穷的快乐！

我的“猫头鹰” ---陈思宇
 
         我在三年级的时候，画画老师让我们做了一
只独特的“猫头鹰”。它既不会飞，也不会动，
是个木头做的“猫头鹰”。
          “猫头鹰”很漂亮。他有一个圆溜溜的白脑
袋，尖尖的嘴巴就等着一个猎物来上钩。但是也
仿佛想跟我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猫头
鹰的身体是像雪花那么白。”但是那两只明亮的
眼睛里，有一双咖啡色的眼睛一直瞪着我说：“
我不是雪花，我是一只有生命的猫头鹰，我是有
价值的！
        我看“猫头鹰”的时候，就觉得它是我最好
的朋友。，我每次伤心时，它都会高高兴兴地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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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的身旁，一边安慰我一边说：“你还好么？”
它虽然很普通，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好的朋友。   
         “猫头鹰”给了我带来了幸福和快乐。当我
摸它的时候，心里觉得非常高兴和欢乐。

我的“花木兰” ---郝悠扬
     
    我的爸爸把这个“花木兰”给我的时候是他从
中国给我的礼物。
     它天天都在我的书桌上，我每天都坐在书桌旁
看着我的“花木兰”，有时候我会给它讲一个故
事，有时候我感觉它在跟我说话、跳舞、聊天、唱
歌和讲故事。我的“花木兰”是一个笔筒，我把我
最喜欢的笔放在它的里面。
     它穿的服装非常精致、很是帅气、飒爽英姿，
它的服装两边个有一个凤凰，而且头上顶着一个凤
冠，更是潇洒。
     现在我来讲一个关于花木兰的故事。听好了！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女子叫做花木兰，他爸爸
年纪很大了，不能打仗了，所以她下定决心男扮女
装、替父从军。一开始谁都认不出来她是一名女
子，在打仗时，他非常勇敢，胜仗回归，大家都夸
奖花木兰，好样的！！！现在这个故事世世代代传
下来。
     花木兰很孝顺和勇敢，她我的好榜样。我也想
孝顺尊敬父母和勇敢。帮助各种各样的人或事情，
我会尽到我最大的努力。

我的小蓝熊。---洪晟原

我有一只蓝色的小绒毛布熊，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小蓝熊。小蓝熊和我一样今年已经十二岁了。他
是姐姐，妈妈和爸爸送个我的见面礼。从我一出
世，他便在我的床上陪着我睡觉，所以他是我的最
好的朋友。我的小蓝熊的样子长得和别的玩具熊不
一样。他全身上下没有纽扣和珠子，也没有毛毛的
毛发。他的眼睛，鼻子，还有嘴巴都是针线缝上去
的。他的身体瘦瘦扁扁软软地，抱起来的感觉很像
抱着一个小枕头，非常舒服。
因为我时常抱着小蓝熊睡觉，久而久之小蓝熊的身
体出现了一个小破洞。所以妈妈用我小时候穿过的
毛线衣，改装和缝补了让小蓝熊穿。我还在姐姐的
玩具堆里找到了一双小布鞋给小蓝熊穿。穿起了我

小时候的小毛衣和新鞋子的小蓝熊变得更加特别
了。我很喜欢他。

我的熊熊---韩可心

我有一个熊。他的名字是熊熊。第一天我看到他是
在商店里。他跟一大堆和他长得一样的熊熊在一
起。 他门在一个桌子上微微的笑。我一看到他就
想买他。我求妈妈给我买熊熊。一开始妈妈不肯给
我买。因为我有很多小动物玩具，妈妈怕她买完我
玩一下就不玩了，所以妈妈说她肯给我买可是我要
掏一半的钱。我当然答应了因为我太喜欢这个熊熊
了。我们去挑个熊熊就挑到我现在的熊熊。从那时
熊熊就是我最爱的小宠物。
 我的熊熊非常可爱。他有一双又大又圆的眼
睛。他有两只竖起来的小耳朵。他的毛是棕色的。
他还有个圆圆翘翘的鼻头。我的熊熊有个胖乎乎，
很柔软的身体。他有两只大脚丫和两只短短的胳
膊。他永远是微微笑着望着我。我太爱我的熊熊
了。他真的是我最爱的小宠物。
 我最爱我的熊熊。我去哪儿都带着他。去
Disney我都带他去。我每天离开旅馆就把熊熊放
在床上。回来的时候熊熊就会安安静静地坐在床上
等我回来。每年我去加拿大，我也带熊熊。我去哪
儿，熊熊就去哪儿。熊熊很乖。有一年圣诞节我又
得了一个熊熊。这个熊是白色的。我叫她Nina。
她是熊熊的老婆。几个月以后我妈妈的朋友送给我
一个小熊。她跟熊熊长得很像。我叫她小块儿。她
是熊熊和Nina的女儿。

我最喜欢的小木片---邓浩然

在家里，我有一块喜欢的木头。 这块木头来自被
雷击过的树，我五年前第一次捡起它。 当时我的
朋友告诉我永远保留它，所以今天我仍然把它放在
家里的一个地方。 我几次把它带到中国，一次就
差点丢掉，但是我又找到了。 没什么特别的。 它
看起来像树上的任何一块木头。 我喜欢它是因为
它让我想起了我的老派和老派的朋友。
最后，我喜欢的东西是一块木头。 它什么也没
做，但是我喜欢它，因为我怎么得到它，我怎么失
去它，我又找到了它。 当我想到它带来的东西将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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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2B 班写作练习   

指导老师：  徐迎春

《滑雪 》
耿亦安  

          
 圣诞节前。我和妈妈去Nashoba Valley滑
雪。那一天天气非常好。虽然有一点冷，但太阳
照在身上很舒服。Nashoba Valley的雪道被分成
3部分：绿道，蓝道和黑道。绿道给初学者，黑
道最难。我很久没有滑雪了，所以我就先到绿道
复习。我很快就到蓝道上滑了，滑了几下，我又
到黑道了。不是所有的道都开，好可惜，但是我
还是玩的很开心。

《我的假期 》 
李路桐 

        
 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一家
和我的朋友SAMUEL WANG去了“
大灰狼”。那里有很多水滑梯，还
有大水浪和游戏厅。我们玩得很高
兴。我们玩了两天。我们白天玩水
滑梯和找宝贝，晚上玩游戏。我
们住了一个晚上，我和我的朋友睡
一个床。我们在苹果蜜吃了排骨烧
烤，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吃。我们都
喜欢大灰狼。我们还想去。

《 我的圣诞假期》  
周梦涵   

    
 我在圣诞节假期去了北边的白山滑雪。
我的家人和我好朋友的家人们一起在那里住了7
天。这是我今年第一次滑雪，所以我第一天滑得
不是那么好，有点紧张。但是第二天我就开始
上山滑。上面的风景很美，松树和雪山都是白色

的。我也很喜欢向下滑的感觉，像是飞起来了一
样。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开心的节日。

            
《节日聚会 》

王逸飞  
 
 我的爸爸和妈妈告诉我星期六有一个聚
会，我很高兴， 因为我又要见到我的朋友们了!
我星期五很早起来帮忙整理家, 为第二天的聚会做
准备。我星期六起来的时候我赶快吃饱，然后我
赶快把我应该做的事情完成。到下午我开始很兴
奋地等待朋友们。在 4:45 朋友们开始来了。他
们都来的时候, 我开始给他们看我们的家. 然后我
们一起玩,一起讲话. 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我们开始
吃饭的时候,我给他们看介绍我爸爸妈妈准备的饭. 
一直到10:33, 聚会结束，朋友们都走了。

 《我的圣诞节》    
明阳 

 我今年圣诞节 和我的妈妈，
爸爸，妹妹去了迪斯尼。我的
叔叔和他的家里人也来了。我
们一起坐过上车。我们去了魔
法王国，好莱坞, 动物王国， 
未来世界。 我最喜欢的是好
莱坞因为好莱坞有好玩的过山
车。我的圣诞节很快乐！

《日记 》
傅舒影 

 
 今天晚上我和妈妈去日本饭店吃完饭，哥
哥和爸爸去美式饭店吃晚饭。 饭店很漂亮，吃的
很好，我最喜欢的是捞面。 吃完饭我们又去看电
影， 可是电影票卖完了，我们就买了下星期二的
票，因为是半价。 我们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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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圣诞节礼物》    
崔思隆

 
 这个圣诞节是我经历过的最好的圣诞节！ 
我收到很多礼物，其中有一个Echo Dot和一个无
线耳机等等。 虽然我知道圣诞老人不是真实的， 
而且我知道这些礼物是我家人给的， 我还是觉得
这是最棒的。

《 冬天活动》
徐初同 

 
 这个冬天是我的第一个少
年网球队比赛的赛季， 我代表我
的俱乐部参加十岁以下的网球队
比赛。周六我们跟Willows的队伍
对阵。双打我和队友王辰全胜，
没有丢掉一局， 给队伍贡献了满
分。接着单打我又全赢了，对方
被我打哭了。 

《在俄亥俄过圣诞节》   
邢灵溪 

 
 有一天，我一睁眼，发现在一个旅馆里。
妈妈告诉我星期天要去俄亥俄。“现在我想起来
了！”我大叫起来，“我要去看我的表妹！” 星
期天我和爸爸还有妹妹会坐飞机！在飞机上，我
闭上眼睛睡一会儿。睁开眼睛到费城飞机场了。
我们上了另一架飞机，在飞机上我画画了。我表
妹的爸爸来接我们从飞机场到了他家。我们玩的
很高兴！ 

《 我的假期》  
胡承瀚

 
 这个假期，我从一个公园的山上跑下去，
不小心滑倒了！那时候，我的爸爸在帮我放风
筝，他听到我在哭，就跑过来。我叫爸爸把车开
过来，我上车后，爸爸先送弟弟回家，然后把我

和妈妈送到医院。我们等了很长时间，终于轮到
我们了。在医院里头，医生给我的左脚拍X光。我
的脚骨折了。医生说我要休息五到六周。第二天
医生给我绑了固定的绷带，我在家只能看书和听
故事。我的脚这几天好多了，我又能够上学了，
我非常喜欢跟小朋友玩。

《快乐的圣诞节 》
李奥丽 

 
 今年的圣诞节我们去
了纽约。我们坐地铁到了时
代广场，还去了联合国大
厦。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各个
国家的国旗。我最喜欢的活
动是到radio C T看表演。
我最喜欢的节目是玩具兵
舞蹈，他们十几个人动作一
致，排列出各种各样的队
形。然后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倒下去，太好看了。 我们
晚饭吃了我最喜欢的北京烤
鸭,然后去了大都会博物馆看
到油画和雕塑。 
 我过了一个非常快乐
的圣诞节

 
                                                                         

《快乐的新年 》
史习远

 
 二零二零 年一月一日，新年的第一天。 正
好外婆从中国过来 ，我们大家一起去游乐场玩。
大家选择先去打保龄球，因为它是一个全家老小
都适合玩的游戏。刚开始我们的分数差不多，后
来我打了一个满分球，就成第一名了。后来姐
姐，弟弟和我还去打游戏，我最喜欢的游戏是打
虫子。
 我今天玩得非常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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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中文课后，是我们一年一度老师们的Appreciation Party，学校专门为老师们定制了美味
的中餐，准备了礼物，以感谢老师们一年的辛苦工作！

这次是我们老师们参加Party人数最多的一次，老师里面人才济济，有更多的老师展露了自己多方
面的才华，又有很多有特长的老师脱颖而出，涌现出了一批多才多艺年轻的老师们，让人欣喜！比
起我们的教学来，我们的业余生活也毫不逊色，同样丰富多彩，真的是可喜可贺！

这次晚会晚会过后，有两个小组老师们的节目被选中，将登上学校的春晚舞台。

今年我们的老师们采用了一种新颖的方式来参加teacher appreciation party，就是每个教研组出一
个节目，大家的热情被调动起来了，有的教研组甚至出了两个节目。参加的老师人数比以往更多
了，广泛的调动了大家参与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在闲暇之时，老师们的业余生活也和教学生活一
样多姿多彩，同时也会在无形中对教学起到促进的作用。

平时我们注意观察和了解了一些老师的特长和喜好，根据了解的让老师们充分发挥她们的才艺，结
果真的让人很惊喜，这次Party上，老师们不但保留和延续了一些传统的节目，很多老师也大胆发
挥了自己的创意，给了我们不少惊喜，让观众们在欣赏和笑声中得到了享受和回忆，度过了难忘的
一晚！

我们的老师们在教学上兢兢业业，在课余活动中积极踊跃，让我们的教学生活和文化生活相得益
彰，健康积极，尤其是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又新发现了老师们当中星光熠熠，有特长的老师不乏其
人，看到这些，真的感觉很欣喜，同时也为我们的中文学校感到高兴！

老师们，继续加油吧！

The teacher 

appreciation party

开场 -- 时装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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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高年级组： 歌曲《真心英雄》和诗朗诵《我愿是激流》

CLS小组： 
群口相声《谁不说俺家乡好》

暨南高年级组： 
小合唱《军港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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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中年级组： 群口配音《如果没有了配音》

暨南低年级组： Zumba舞《Senorita》

马立平低年级组： 小合唱《明天更美好》

泽鸣老师带领大家跳集体舞《走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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